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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毽
□李丹

打罢春，过了年，孩子们脱掉了笨重的棉衣。一向神气
的大公鸡，见到这些少了束缚的小人儿都溜着走，比听到霍
霍的磨刀声还要警惕。

阳光下泛着五彩光泽的鸡尾巴毛，是做毽子的好材
料。但毕竟，它关乎一只大公鸡的尊严。二宝就被啄哭
过，好长时间不敢听见鸡叫。即便如此，为了那几根鸡
毛，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跟公鸡过不去，那时没什么玩
具，一个毽子就能带来无数快乐。

就在那棵吐着嫩芽的杨树下，我和邻居晓彤比赛
着。各自数数，两个毽子有节奏地一起一落，谁的掉落
了，抓紧捡起，再抛，再踢。渐渐地，感觉背上痒痒的，
那是细细的汗。

晓彤的毽子到底不灵光，失误次数越来越多，她
逐渐开始落后了，急得满头大汗。我们商量着停止
比赛，配合着一块儿踢。对面而立，她提了提裤子，
我系了系鞋带，相视一笑。“我踢了啊！”话音未落，
毽子便直直地升空，根本没有落到对面的意思。
像看一朵礼花似的，我俩同时仰起头，没等反应
过来，毽子落在中间的土地上，荡起一圈细细的
浮尘。

俩人的眼神随着毽子一上一下，四目相接
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配合着踢？盘也不
会，勾也不行，送不过去，也接不到位。这会儿
不光背上有汗，头发里、额头上的汗珠子都密
密麻麻沁了出来。

老是不成功，心里不痛快，我们赌气，都
不想再踢了。结果第二天傍晚，晓彤还是来
喊我踢毽子。不是昨天说好的不踢了吗？
晓彤直拉着我往外走，原来，今天有好戏。

杨树下的空地上，好多小孩儿围在一
起，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那圈儿里围的，
是学谦哥带回来的女朋友。早就听说学谦
哥女朋友跟他一样，不光样子生得好看，还
是大专生，但是没想到毽子也踢得那样好。

毽子在一双小巧的足间颠来倒去，跳
起来盘个花儿，稳稳地接住。一勾脚尖，
毽子飞到身后，不用转身，也不带看的，腿
绷直往后一提，毽子又乖乖地落在前面。
偶尔一下没接准落在肩膀上也不怕，耸耸
肩，顺着胸脯滑下来，接着踢。我看呆了，
脚底下踩了弹簧一样，蹦着跳着使劲鼓
掌。晓彤趴在我耳边说，她长大也要这
样，不仅模样好看，还要什么都会。学谦
哥站在一圈儿小孩外面，眼里都是春天。

杨树的嫩芽长成了巴掌大的叶子，闪
着亮光的毽子毛黯淡下来，我们也各自走
向远方。现在的它们，在陪伴着谁的童年
时光呢？

说来也巧，前不久学校要我分管踢毽
子的社团。我去器材室，几百个花花绿绿
的精美毽子整齐地码在架子上，等待着挑
选。而我，却试图找出一个黑亮的闪着五
彩光泽的鸡毛毽子。7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也为一些文化活动的
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8月26日，郑州博物馆联合
河南博物院、四川博物院、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举办的

“搏·艺——华夏体育文物特展”在郑州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出，遴选出了古代体育文物175件（套）

参展，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2件（套）、二级文物 13件
（套）、三级文物108件（套）。用文物讲历史，能让观
众直观地了解我国传统体育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
变，展示华夏古代体育之丰富多彩，追寻传统文化之
根源。”郑州博物馆副书记郭春媛介绍，该馆还将邀
请四川、河南两地的专家开展公益系列讲座，并精心
组织多场社会教育活动，让观众体悟华夏民族生生
不息、自立于世的内在动力。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一些网约车平台
趁着这股东风悄然入驻，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更多
便利。随着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脚步的临近，

郑州的“颜值”也
在与日俱增。夜
幕降临，郑东新区
的夜跑族惊喜地
发现，“盛世如意”
光影秀正在千玺
广场上演，点亮了
这座城市的夜空。

秋意渐浓，天
高云淡，正是运动
好时节。让我们
在体育精神的感
召下，为健康、为
快乐，也为了我们
生活的城市，一起
运动起来。2

打“碟溜”
□于若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中，哪个
男孩子没有玩过陀螺呢？细想起来，我的记
忆碎片中，陀螺真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呀。

其实，在我的家乡漯河，陀螺并不叫陀螺，
而是叫作“碟溜”。童年里，半块儿白馍，一串儿
鞭炮，一颗鸡蛋，抑或一个陀螺、一把弹弓之类
的小玩意儿，就足以让我满足。

小时候见过的陀螺，种类很杂，大的小的，高
的矮的，粗的细的，机制的和手工自制的，有颜色的
和未涂颜色的……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记忆中，
这种东西过去都是用木头制成，上边是圆柱形，底部
呈漏斗状，尖顶部位一般还都镶嵌着一颗坚硬圆滑的
钢珠。还要有一支鞭子，鞭子的杆要么是木棍，要么是
竹子的。根据陀螺的大小，杆上配以长短粗细不同的绳
子。如果在绳子的末梢再加上一截从废旧轮胎里抽剥出

来的两三寸长的尼龙丝线，则绝对算得上是资深的大玩
家。

那时候，我知道很多人的陀螺都不是买来的机制品，而
是土法上马自己制作的。在乡村，适宜的木头并不难找，但城

市里的小孩可就作难了，只能逮住什么算什么。我做的那个，
用的是松木——那是一个工棚檐下露出的一截方木，是我趁人

不备偷偷砍下来的。没有合适的制作工具，只能拿家里的菜刀凑
合。先把木棍削成圆形，再将它的底部砍成锥形，剩下的就是镶钢

珠了。在城里，钢珠还是不难找到的，我收集了好几颗呢。镶钢珠最
好是用钢钻钻孔，但上哪儿去找哩，就找来一截铁丝，插进炉子里烧红

了，对准锥尖烙出一个和钢珠大小相仿的小洞，把钢珠放在洞口，用锤子
砸实楔紧，使钢珠只露出三分之一。这样，整个工序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怀着忐忑的心情缠鞭、猛拉、抽打，这颗松木陀螺就飞快地舞动
起来。呵呵，那么欢畅，那样灵光，让我喜不自胜。但，也有美中不足：木质不

够坚实，钢珠有些跑偏，陀螺在旋转中摇头晃脑，且持续时间较短，需不断挥鞭
加速。尽管这样，它毕竟是自己亲力亲为因陋就简的创造，凝结着莫大的心血和

汗水。
打陀螺，场地很重要，应相对开阔、偏僻，地面越平越硬就越好，如果是水泥地，那

就值得欢呼了。然后是技术，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启动和抽打时的
位置要准确，抽打的速度也有讲究。能玩出的花样就更多了，比如可以比赛谁的陀螺转得

最长久，可以相互碰撞，可以比赛谁的陀螺能打进一个圈里。甚至还可以组队，划线为边，以
陀螺做战车，或单兵或集团，或防守或冲锋，或大张旗鼓或游击偷袭……

大概在小学五年级之后，陀螺游戏就在不知不觉中黯淡了身影，在我们的生活中悄悄隐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变形金刚等电子玩具相继出现，花样翻新，打陀螺的游戏也渐渐地被孩子们

舍弃，难觅踪影。近些年来，打陀螺的情景倒是再度出现了，但与过去迥然不同。如今人们玩陀螺，大
多是为了健身，不为游戏。玩家中多见中老年人，少见小孩；陀螺的体型也普遍粗壮，既有木质的，也有金

属的。从前那种妙趣无穷、轻松自然的味道，很难再体会到了。7

金秋9月，郑州市将迎来有着66年历史的民族体育盛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这次大会设有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等17个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除了郑州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市体育馆、市体育场，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许多项目将在大学校园中进行。

相比于一些国际流行的体育项目，传统体育的比赛和表演项目无疑更具有普及性和趣味性。比
方说押加，有些类似于常见的拔河。还有一些项目，更是承载了人们的童年记忆，比如毽球、陀螺、秋
千、龙舟……运动会前夕，记者采访了一些职业教练、运动员和民间爱好者，实地探访了部分比赛场
馆，深深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健身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

□本报记者 赵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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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下午，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综合训练馆
内，一群毽球运动员正在紧张地训练着。

男女混合，三人一队，3块场地上的 6支运动队
正在两两对战，队员们闪转腾挪，身手灵活，一只只
毽球在空中飞舞，场上不时传来加油声和即时调整
战术的呼号声。“从1984年开始，我国就有了全国性
的毽球比赛。”主教练张永斌介绍，自己2011年以来
在该校担任民族传统体育系毽球专职教师。为了备
战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通过层层选拔，今年 3
月份开始，以蒙古族、回族和满族选手为主的运动员
就开始了集中训练：6月底之前，每天下午保证训练
3个小时，而到了7月初，训练改成了全天式，每天训
练时间在5个半小时以上。

参加本届赛事的蒙古族小伙儿刘海峰，是该校
的一名大四学生。“在我的老家——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踢毽子是一项相当普及的活动，男女老少都会
玩儿。”刘海峰说，初三那年，自己看身边人踢毽子，
觉得好玩儿就“上了道儿”，高中开始接受专业、系统
的训练，“我跟家人说我练的是毽球，他们一开始还
不太理解，后来一解释，这不就是踢毽子嘛！”

20岁出头的他，虽然言谈之间还有些羞涩，但实
力却不容小觑。参加过国内大大小小的比赛之后，
目前，他的排名在国内来说也比较靠前。“我会认真
对待每一场比赛，名次倒是其次，我希望把平时训练
的成果展示出来，不让自己有遗憾。”谈到对这次参
赛的期待，刘海峰这样说。

“目前，河南毽球运动的参与人数在全国名列前
茅。”张永斌说，以前，民间爱好者踢毽子以趣味性为
主，现在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这话不假——当天傍
晚，在绿城广场西侧，郑州市毽球联赛正要开打。现
场挂着的横幅上，写着“以毽会友，共同提高”“绿城
有约，不毽不散”“绿城论毽，一毽如故”等标语。渐
渐地，周围健身的市民被吸引过来观战。

经过简单而不失隆重的入场式，比赛开始
了。明亮的灯光下，十几支队伍轮番上场对战，选
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围观群众此起彼伏地鼓掌叫
好，现场十分热闹。“截至目前，郑州市毽球联赛已
经举办了 8届，主要在每年的 7月中旬到 9月
初举行。这在国内也算是独一份了。”赛事主
要组织者之一龙同胜介绍，联赛期间，每周二、
四晚上打团体赛，周五晚上打单人赛。今年虽
然没有设置单人赛，仍有 43支队伍、300多名
运动员参赛。

“与一些锦标赛、公开赛不同，咱们这个联
赛的主要场地在户外，时间、场地设置比较灵
活，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接触到这项运动。”龙同
胜介绍，这些年来，组织者也一直在进行总结
和改进。就拿赛制来说，分为甲乙两级，每年
比赛过后，甲级队的后三名要降级，而乙级队
的前三名会晋级。“这样的设计，提高了比赛的
竞争程度。每年的保级战，往往比冠亚军赛还
好看！”龙同胜说。

联赛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比如省曲棍
球队前队员、如今在省体育局工作的于春红。
2016年到 2018年，她所在的女队多次参加省、市比
赛，屡屡夺冠。在银行工作的袁宏亮，已经在郑州市
毽球联赛中获得过两次团体赛冠军。“15年前我去爬
嵩山，体力不支，被别人搀扶着下来了，之后开始经
常参加毽球锻炼，身体素质已经大不一样了。”袁宏
亮说。

“毽球运动，有着羽毛球的场地、排球的规则、足
球的技巧，又是一项草根体育活动，我相信它会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龙同胜说，这些年来，在很
多人的共同努力下，毽球正在逐渐走进郑州的机关、
校园、社区、企业乃至乡村，成为“全民健身”的生动
注脚。

职业的·民间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运动有着
悠久的历史。比如毽子，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
朝和隋唐，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秋千是我国古代
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入中
原，后来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期间的民间习
俗活动，苏轼曾有诗云：“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
人，墙里佳人笑。”而陀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新石器时代。宋朝时有种类似于现代陀螺的小玩
具，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千千。作为正式称呼，陀螺
一词出现于明朝，《帝京景物略》中一首民谣这样写
道：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
死，踢毽子……多么熟悉的场景！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是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赛场所在地之一。8月 25日上午，记
者走进该校能容纳1950名观众的文体会堂，现场的
施工已经完成，完全具备比赛条件。“为了达到赛事
要求，我们重新安装了中央空调，对比赛场地、灯光、
监控、消防和网络设备等进行了升级改造。”体育教
学部党总支书记徐震介绍，这里将是毽球项目的主
赛场。陀螺项目的主赛场则在户外，由原来的篮球、

排球场地改造而成，沥青地面换成了水泥地
面，还改造了2块训练场地和8块比赛场地，
安装了 1000个座位的移动看台，赛场周围
环境也进行了整治提升。

“平时，除了授课时间，咱这里的运动场
地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常有周边居民来这里
打球、健身。”徐震介绍，赛事过后，这里的场
地也将恢复原有功能，继续对居民开放。

而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开、闭
幕式的主场馆，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全
面完工。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夏威介绍，
这里包括能容纳6万名观众的体育场、1.6万
名观众的体育馆和 3000名观众的游泳馆，
是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建设中最早开工、最早
竣工、规模最大的项目。

采访时，来自少林塔沟武校的几百名学员正在
辛苦彩排。夏威介绍，赛事之后，室外篮球场、足球
场、网球场也将陆续对社会开放运营，满足民众的健
身需求。未来，这里还将打造成为包含酒店、电影
院、商业街等在内的大型综合体。

民族的·民众的

传统的·文化的 快
乐
着

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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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省民族健身操队的一名队员在进行演练。本报记者 邓放 摄
②划龙舟。本报记者 邓放 摄
③抖空竹表演，其原理与陀螺类似。本报记者 邓放 摄
④市民在郑州博物馆参观“搏·艺——华夏体育文物特展”。受访者供图

②②

①①

③③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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